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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六月花开六月
说好不散说好不散

弹指流年，毕业将至。时间如风，把六
年的喜怒哀乐吹进心底；时间如雨，模糊
了无数个难忘的画面。我们在夏季匆匆
相遇，如今又走向各自的夏季。告别这一
段美好的时光，将它封存在脑海里，愿我
们彼此珍惜。花开六月，一起说好，不见
不散。 指导老师 王梦烨

毕业了，我想大声说

●六年的小学时光如同白驹过隙。从我
踏进校门的那一刻起，您就像是一把雨伞，
为我们遮风挡雨，当我们走出校园，您又是
我们的好朋友，和我们玩在一起。我们即将
要离开您，带着您的爱与嘱托继续前行。谢
谢您，老师！ 项泽锴（证号2205599）

●老师，您的谆谆教导，是爱的清泉，
将在我心灵的河床里，永远流淌。

袁嘉懿（证号2205612）
●您温柔的目光鼓励着我奋勇前行；您

叮咛的教诲催促着我坚定信心；您温暖的
双手帮助着我渡过难关。老师，感谢您！

黄祉博（证号2205671）
●您用火一般的情感温暖着每一个同学

的心房，无数颗心被您牵引激荡，连您的背影
也凝聚着滚烫的目光……

孙科磊（证号2205614）
●敬爱的老师，感谢您在六年中对我们

的谆谆教导，传授我们知识，教我们做人的
道理。老师，您辛苦了！

张皓杰（证号2205600）
●当微风再次拂过校园，我就该挥手告

别。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谆谆教诲依在耳
畔，我将带着您的嘱咐开启新的征程，而您
也将迎来一批可爱的笑脸，愿您桃李满天
下！ 汤欣怡（证号2205607）

●您是一束明亮的灯光，照亮了我心中
的黑暗；您是一壶清澈的泉水，滋润了我心
中的土地；您是一只啄木鸟，啄出了我身上
的“坏毛病”……谢谢您，老师！

伊若瑄（证号2205603）
●同窗六年，我们把友谊的种子撒在心

灵上。毕业了，我把它带走精心栽培，让它
绽放出最绚丽的花朵。感谢曾经有你！

仇若欣（证号2205609）
●六年的感情我无法忘记，这一路的相

识相伴刻骨铭心，愿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杜子玉（证号2205611）

●我好害怕，我们最后除了那张笑得
很傻的毕业照，就什么都没有了。

周予程（证号2205606）
●亲爱的同学，六年的时光一闪而过。

这期间，我们一起面对挫折，一起享受快
乐，而如今就要相互告别了，我多不舍。

纪梓阅（证号2205613）
●挥一挥手，告别青青的校园。想对着

校园的每一寸土地，好好说声再见。偷偷拍
下一张照片，让它伴随着我，一直到很远很
远。 张雅欣（证号2205597）

●匆匆六年，这一段童年最美好的时
光，每一分、每一秒都会成为我最美好、快
乐的回忆！ 傅康杰（证号2205602）

●转眼间，六年过去了，所有美好的时
光都被定格在了这一刻。熟悉的校园啊，我
不想离开！ 应文博（证号2205615）

回首这六年
李凌（证号2205604）

美丽的校园啊，我不想离开你。初入
校园就看见一簇艳丽的花丛，它们是芬
芳馥郁的。校园里的道路旁排列着一棵
棵高大粗壮的树，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了
地上，让人沉醉。操场、教室、走廊，到处
是欢声笑语。这每一帧、每一幕，都成了
我最真挚的回忆。

敬爱的老师啊，我不忍和你说再见。在
课堂上，您教会了我许多知识，带着我遨游
在知识的海洋；下课时，您如同朋友般和我
们玩在一起，陪伴我释放无穷的活力；放学
时，您送走我们又埋头开始备课、批改作
业，常常忙得忘了时间。书上说，老师是“春
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但我不
希望您太累，一定要多照顾自己！

亲爱的同学们啊，六个春秋，我们玩
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在我遇到挫折时，
他会鼓励我；在我获得成功时，她会为
我感到高兴；在我迷茫时，他会帮我找到
方向……如今，我们将各行前程。

这六年里的人和事，我将永远藏于
心间。

校园的回忆
童涵瑶（证号2205608）

时光飞逝，六年前我还是个什么都
不会的小女孩，现在长成了一个亭亭玉
立的少女，马上要毕业了，看看这个校
园，满满都是回忆。

教室，我们每天吸收知识的地方。每
天清晨的朗朗读书声，是那么的悦耳动
听。老师在讲台上孜孜不倦地讲解，同学
们聚精会神地聆听，一起为了美好的未
来努力着。

操场，是我们每天收获快乐的地方。六
年里，我在操场上加入了少先队，也参加了
校运动会，还观看了精彩的六一晚会。每天
早上的大课间，我们总是快乐地在操场上
挥洒汗水，展现少年的活力。记得第一次参
加运动会，班级里的同学们为场上的运动
员加油、呐喊、祝贺，不知疲倦。运动员为了
给班级争光，在操场上拼尽全力冲向终点，
身姿飒爽。操场上有我们的欢声笑语，有我
们美丽的身影，也有我们努力的结果。

还有食堂、图书馆、报告厅等等，校
园的每一处都有着我们活动的身影，承
载着我们的喜怒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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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你再见
赵诗涵（证号2205605）

记得那一天，我们一同踏入
这间教室。一个个顽皮的小孩子
坐在一年级的教室里，一位年轻
的老师走了进来，对我们微笑
着，六年的时光从这天开始，拉
开了序幕。

这些年我们一起经历了太多，
见证了许多的“第一次”，也经历了
无数个喜怒哀乐。还记得第一次运
动会时，热情的阳光拥抱着我们：
场上的运动员挥洒汗水，同学们大
声鼓励着，投去坚定的目光，老师
也随着运动员的脚步一同奔跑，为
每一位同学加油打气。还记得那一
个午休，我们举办了一次独一无二
的演讲，那是属于我们自信的舞
台。

一切匆匆来，匆匆去。还没尽
情享受完在一起的时光，我们就
将面临着分别。

收拾完书包，整理好桌椅，我
想和你好好说一声，再见。

那一刻的难忘
应文璨（证号2205616）

那是一次体育课。豆豆因为
生病，缺席了之前的800米测试，
这节课她要把测试补回来。许是
病没好完全的缘故吧，平日里跑
得飞快的她，跑得踉踉跄跄，我
们皱着眉看着她跑，有点心疼，
她跑得十分费劲。作为好友的我
很着急，跟着她一起跑了起来。

阳光明媚，亮得晃眼，但却暖
洋洋的，照在身上很舒服，我们后
面的人越来越多，班上的其他同学
也加入了进来，陪着豆豆一起跑，
此刻我们的心团结在一起。随着离
终点越来越近，阳光更加刺眼了，
但我们谁都没有停下脚步。

终于到了终点，我们瘫倒在草
坪上，看着天上的云朵，耳边只有
鸟儿的鸣叫声，我们相互看看对
方，不禁笑出了声。

如今马上要毕业了，每当想
起那次跑步，我就会不自觉地露
出微笑。

回忆和道别
王睿婕（证号2205610）

我每次走在回教室的路
上，都会经过那棵挺立在校
园中的枫树。那如同巴掌般
灵巧的小叶子，那金黄的美
丽颜色，这是大自然给予的，
一切都很完美。我每次都会
拾起一片叶子，久而久之，那
些夹在书本里的枫叶变干
了，变更黄了，成了我心底里
珍贵的回忆。

我坐在教室的窗边，静
静看着熟悉的校园。在离别
之际，阳光变得更温暖，鸟儿
的歌声变得更动听，连树叶
也愈发变得茂盛翠绿。一切
似乎变了，又好像没变。六年
啊，说来便来，说走就走了，
留下一张满是笑脸的毕业
照。

这 个 初 夏 ，在 道 别 过
后，我们开始了另一段人生
旅程……

分别的六月天
应沐言（证号2205601）

总以为毕业遥遥无期，
一转眼就到了分别的六月。
我们在夏天相遇，也在夏天
里道别。多希望再下一场暴
雨，雨停后，一切才刚刚开
始。再和同学好好说一句道
别的话，在彼此的心里留下
痕迹。

夏天的风伴着栀子花
开，闻着馥郁的芳香，我们马
上要离开这美丽的校园，去
开启全新的旅程，我要抓住
最后一点时光，和校园的每
一处风景告别。

青葱岁月弹指间，在老
师的教导下，我不再懵懂无
知。老师说，不管未来的我成
功与否，我都是她心里最可
爱的学生。我多想抱一抱老
师，说一声谢谢，带着她的期
许，朝着理想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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